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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 2022年5月24日 

今天重要经节： 

10: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

11:6 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；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  

学习：1. 领受救恩及传扬福音 

              2. 以以色列人的错误为借鉴 

 

保罗的心愿 罗10:1 -3  

1 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 

2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 

3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 

 

神的义不是：耶稣所做的+人完成的最低圣洁标准  

（两者不能并存！） 

以色列人拥有热心，但对真理没有真知识！ 

 

神只接受一种义 - 完美的义！神的义 - 因信基督所完成而得的礼物！ 

 

罗 10: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 

（新普） 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颁布律法的目的。结果，所有相信祂的人 - 

都与神和好。 

 

不是：基督是律法的结束 

而是：在称义的事上：基督是律法的总结。透过遵守旧约律法寻求称义的

时代已经结束了。 

 

现在人必须信靠基督 - 只信靠基督，才能得救。 

律法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说仍然是有用的：《提前 1:8》 律法是好的，只要



合宜地使用 

 

有一位确实遵守旧约的律法而成为了义人。就是耶稣基督！ 

耶稣成为人的样式，可以合法地为人类救赎。救赎已经完成，律法的功用

也就结束了。 

罗 10:4只包括“凡信他的人”限制了这个好处只给信徒。不接受神救恩的

人，律法仍然有效（约 3:36） 

 

罗 10:5-9  5 摩西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6 惟有出于

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

来。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8 他到底怎么说

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就是我们所传 信主的

道。 

 

想要凭自己的行为得救赎的人：否认基督已经为我们升入天堂。否认基督

在天上，为人类代求(罗8:34)。就是将基督从祂现在的位置上赶下来- 他们

否认耶稣已经为我们下了地狱(弗 4:9)，所以我们不必下地狱。 

 

但是，罗 10:8 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

你心里。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耶稣在十字架已经为我们赎回了我们所

需要的一切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：用心相信，用口承认！就这么简单。不

只是指最初得救的救恩，从主所得的一切都是。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或者靠

他人上升到天堂或者下到阴间去，这不是人为的努力。 

“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信心的道” 

罗 10:9-10 你若口里认 - 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

救。10 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。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 

 

这节经文并不是说，任何人只是口里说，“耶稣是主”，并“相信祂从死

里复活”就重生。 



真正：心里相信，口承认 – 耶稣是主：一定会愿意寻求认识神，有愿意改

变的心！发自内心的，足以影响到他的行为！ 

 

最简单辨别的方法（是在真正的信心中运作或在律法中）就是：分析自己

的动机（目的） 

例子：生活在圣洁之中 

律法主义： 

行为圣洁的动机（目的）希望被神接纳。（没有安全感：因为圣洁的担子

在自己身上） 

在恩典里： 

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所以活出圣洁。（有安全感：在灵里、在基督里

的圣洁是永远的） 

 

罗 10:11 -13  

11 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12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并没有

分别。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13 因为凡求告

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 

“无论是谁（凡）”任何人都可以得救。唯一要做的就是：相信耶稣所为

他成就的。 

无论种族差异、道德标准、有没有宗教信仰。在神的眼中没有区别。所有

的人都是罪人，都需要同样的救赎 

罗 10:14-15 

14 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

的， 怎能听见呢？15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

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！ 

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个好消息，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。 

 

大使命的三重责任： 



1. 教会差遣传道人 – 同服事 - 宣教事工 

2. 传道人传达喜信 – 出去传 - 恩典福音 

3. 好消息到人心里 – 人相信 - 门徒培训 

 

撒旦如何拦阻主耶稣的大使命：最重要的是：转移注意力： 

1. 让教会注重向内服事：自顾不暇 – 不能宣教！ 

2. 基督徒生命没有能力：忙世界的事 – 不敢奉献！ 

3. 传讲的“福音”：耶稣和十字架不是重心 – 没有能力！ 

 

人们对福音的反应：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

我们只要专注在分享主耶稣的好消息！相信神的话，配合圣灵的大能去行

事！ 

 

教会必须负起的责任：1.差传 2. 传福音3. 传好消息 

 

(撒母耳记上 30:21-25)大卫的两百个人，因为疲乏不能上阵，就留下来看

守器具，但大卫与他们分享胜利的战利品，与那些真正上阵的人一样。 

同样地，那些支持传福音事工的人，也会与那些真正传递福音的人平分赏

赐。支持福音传道的人，将会在天堂看见他们从未见过的人来感谢他们的

奉献，使他们得救。 

 

罗 10:16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因为以赛亚说， 

主阿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 

《以赛亚书 53:1》 

一个受膏的使者带着受膏的信息并不总是受欢迎（例子：耶利米，以西

结，甚至耶稣！） 

错误的相信：： 

认为我们若真的以圣灵和能力来事奉，就总会成功地吸引和改变听的人！

这给许多信徒带来了不应有的定罪感 



 

罗 10:17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 

基督十字架 - 恩典的信息 – 带来神的信心！ 

注意听神的话产生的信心：来自“继续在听” Hearing！而不是“听过” 

Heard！人不能停留在他们多年前从神得到的启示上！（吗那） 

 

邀请圣灵帮助：开心灵的耳朵 - 谦卑继续不断学习倾听神的话，就能在面

对问题时保持对神的信心！ 

 

罗10:18 - 11:4 保罗自问自答关于以色列人的不信： 

18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；他们的言

语传到地极。 

19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：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

们的愤恨； 

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 

20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：（赛65：1-2）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

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 

21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：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」 

11:1我且说，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！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
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。 2 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

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？他在 神面前怎样控告

以色列人说： 3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

个人；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」 4 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「我

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。」 

 

当我们感到好像是只剩下自己在服侍神的时候：就要记住以利亚与神的对

话！ 

“我为自己留下。。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”如今仍然如此！有一大群神的

军队正在积极前进！ 



 

罗11:5-7 神的恩典 

5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 6既是出于恩典，

就不在乎行为； 

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7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

得着。惟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；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

 

以色列人知道因信得救的福音，但拒绝！ 

 《帖撒罗尼迦后书2:11-12》 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! 

神选择那些 - 选择他的恩典的人！ 

祂的恩典是向所有人开放(提多书 2:11)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祂的恩典(罗

5:2) 
 

就像汽油 和 水不能混合一样，神的恩典  和  人的作为，也不能混合！ 

 

罗11:9 -10 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机槛，变为绊脚石，

作他们的报应。10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

腰。 

 

以色列人选择律法：基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！有眼看不见，成为恶者的俘

虏！ 

 

神不是不公正，他从来没有剥夺人选择的自由！ 

 

罗11:11-12  我且说，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 吗？断乎不是。反倒因他们

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12 若他们的过失，为天

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，为外邦人的富足。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 

 

“跌倒”意思是：一个完全不可挽回的堕落；彻底毁灭；不可恢复“犹太人

对耶稣的拒绝是不可挽回的吗?”答案是否定的：断乎不是！完全没有! 



 

罗11:13-15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。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/荣耀

我的职分。 

14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15 若他们被丢弃，

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 

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以色列人回转如同死里复活的神迹！ 

 

罗马书 11:16-24 16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；树根若是圣

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17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

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， 18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；若是夸口，当

知道不是你托着根，乃是根托着你。 19你若说，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

叫我接上。 20不错！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来；你因为信，所以立

得住； 

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 21 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  

22可见， 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，只

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；不然，你也要被砍下来。 23而且他们若不是长

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 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 24你是从那天生

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，

要接在本树上呢！ 

 

罗11:25-28 

25 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这奥秘

就是：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26 以

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，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

各家的一切罪恶。 

27 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 - 所立的约。28 就着福

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- 是仇敌。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 - 是

蒙爱的。 

 



“外邦人填满” 三种明显解释方式： 

（一）所有被预定到基督里的外邦人经历救恩。 

然后，神将在犹太民族中间奇妙的使他们归向主(罗11:26） 

（二）非犹太人不再统治犹太民族的时候（路21:24） 

（1967.6.28 耶路撒冷正式整个置于以色列的控制） 

但是整个民族还没有到神面前。 

（三）外邦人的教会将会被圣灵的祝福充满成为丰盛， 

而引致以色列人生发妒嫉羡慕的心，会说，“我们也要！” 

那时，他们就会打开心怀，谦卑接受神的恩典。 

 

罗11:29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，是没有后悔的。 

上下文中，是在谈论犹太民族未来的复兴。即使犹太人拒绝了神，神仍然

会将祂的应许带给犹太人。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！ 

广泛的应用：主赐给个人的 任何呼召 或 用以完成呼召的恩赐（礼物）都

是没有后悔的 - 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，神都不会收回祂的恩赐和呼召。这

不是说分别为圣的生活不重要！非常重要！选择活在罪里的人对神的信心

会因他们的良心谴责而毁灭 (提前书 1:19)。他们的事工将开始失去效力。

你从神那里得到的任何恩赐都是存在的，只需要回转，以神的信心来激活

它。 

 

罗11:30-32 神特意要怜恤众人 

30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怜恤。31 这

样，他们也是不顺服， 

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，现在也就蒙怜恤。32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

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恤众人。 

 

律法使人知罪！ 

外邦人本不是神的子民。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，拯救的机会就传给



了外邦人。（彼前2:9 通过基督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

的子民。）我们要向犹太人施行怜悯，而不是审判 

 

罗11:33-36 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他的判断，何其难测，他的踪

迹，何其难寻！34 谁知道主的心？谁作过他的谋士呢？35 谁是先给了

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愿荣

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 

《赛 55:8-9》 神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，祂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。神的

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，就像天高于地一样。 

《林前2:9-14》 神所赐的一切，超过人的智慧能理解，只有依靠圣灵才能

够知道及领受神的恩惠！藉着圣灵，知道神深奥的事，向顺服神的人开

启！ 

 

总结： 

神用恩典和怜悯对待所有人 

信徒唯一要做的就是：相信祂的恩典 

罗11:6 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。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！ 

 

今天重要经节： 

10: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

11:6 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； 

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  

1. 领受救恩及传扬基督 

2. 以以色列人的错误为借鉴 

 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

康惠健康中心邀请你： 成为伙伴！ 

通过网上多媒体管道我们能够迅速把许多宝贵资料 

传达给中文世界有需要的人！欢迎你参与 



把这平台介绍给人，并且给予我们鼓励： 

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！在评论区写感言！谢谢！ 

电邮Email: gatewellwellnesscenter@gmail.com  

油管YouTube: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/康惠健康中心/featured 

网站Website: https://gate-well.com/  

Joyce 的 Zoom：安牧书籍恩典信息分享 

周二 罗马书 - 恩典的杰作 

周六 门徒训练 -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

晚上 8点-10点（北京/港台/星马时间） 

账号： 971 761 1158   密码：1 

 


